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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邵商”走出去，“淘金”超过4万亿
足迹踏进老挝、泰国、印尼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多个行业“领头人”

A12 经济·行业

本报10月11日讯 记者从长
沙市地方海事局获悉，10月10日，
湘江长沙枢纽船闸通航5周年，累
计开启6.2122万闸次， 通过船舶
34.0348万艘次， 通过货物4.14亿
吨，年均过闸货运量8380万吨。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船闸蓄水
通航初期， 各类船舶未分轻重缓
急，一律排队进闸，制约了外贸运
输，不适应集装箱周转速度和港口
生产。2013年4月， 长沙枢纽海事
处特辟船闸“绿色通道”，外贸和重
要物资船舶30分钟过闸 ， 比之前
提速2倍以上。 长沙新港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唐忠良对此深有体会。
据他介绍， 长沙新港有7条国际集
装箱内支运输线， 包括前往日本、
欧洲等的数十条国际航线，每周进
出口国际集装箱航班50多个。“绿
色通道”开辟后，外贸及重点物资

畅通无阻， 运输方和港口大大受
益， 加大了服务外向型经济的力
度。

2015年3月，长沙综合枢纽率
先实现船闸智能化调度，实现人工
过闸申报、安检、计划排挡、计划调
度、违章处罚等全业务流程联网处
理。该系统的全面启用提升了湘江
枢纽的航运船舶通过效率、缓解船
闸通航压力，告别了个别“人情”调
度现象，有利确保船舶安全、高效、
公平、公正运行，对推动水运物流
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16年12月，
通过专家组验收，这一做法向湘江
干流上游各枢纽推广应用。

据统计， 船闸通航5周年来，
5000至6000吨级货轮过闸502艘
次，货物通过量逐年增多。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胡富君 运文学

兴业银行与优酷日前在北京
宣布推出“兴业银行优酷联名信用
卡”，为广大热衷追剧、喜爱视频的
消费者送上福利大餐。活动期间申
请该联名信用卡，即有机会免费获
得优酷VIP会员权益，轻松尊享免
广告、海量会员专享片库、免费观
影券等优酷VIP会员特权。 据悉，
兴业银行优酷联名信用卡推出了
丰富的优惠活动，除优酷VIP会员
权益外，兴业银行优酷联名信用卡

还提供每个账单月首笔取现交易
免手续费等专属权益。

此次牵手优酷推出联名信用
卡， 是兴业银行信用卡加快布局
互联网生态产业、搭建个性化“多
场景”产品应用体系的又一举措。
此前，兴业银行刚刚与“饿了么”
平台合作，为“吃货”们提供便捷
的信用卡在线支付服务和专属权
益。

经济信息

多个行业当老大
打火机出口量全国第一

据史料记载，“邵商”始于
唐宋，成于明清，在改革开放
后成为湘商的一支劲旅，将产
业深入珠三角、长三角等对外
开放前缘地带。 如今的“邵
商”，不仅挖遍全中国的商机，
还将足迹踏进老挝、 泰国、印
尼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外出
经商人数多达上百万，总资产
超过4万亿元。

“邵阳市政府在研发产
品、开拓国际市场上都给予了
政策和资金支持，让当地的出
口创汇企业能降低产品生产
成本，增加产品的海外市场竞
争优势。” 刘纯鹰无疑是“邵
商”的代表。他向三湘都市报
记者透露，他创立的隆源集团
2016年产值超过6000万美金，
其中90%以上的产品均出口
东南亚。

邵阳不仅是箱包出口大
市，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的打
火机， 如今也实现了质的飞

跃。其中，湖南东亿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总产值达到7
亿元，创外汇1亿美元，上缴国
地两税近3000万元。“走出去”
后，邵东县的打火机产业实现
出口量全国第一、出口值全国
第二。

今年1月-8月， 邵阳市实
际利用外资17827万美元，同
比增长22.9%， 居全省第3位。
目前，邵阳市共有经核准备案
“走出去” 境外投资企业112
家。以邵商为主体的泰国湖南
工业园、 老挝湖南橡胶产业
园、越南商贸物流园均被认定
为省级境外园区，已有61家企
业签订入园协议，已入园企业
53家。

昔日交通“盲肠”
如今畅达四方

曾经，地处湘中西南、资江
之滨的邵阳市没能找到专属的
发展定位， 一度处于“不东不
西”的尴尬地位，在区域竞争中
遭受“四面夹击”，欠发达的区
位阻碍了经济发展途径。

2015年1月， 娄邵铁路扩
能改造竣工，邵阳跨入长株潭
1小时经济圈；2016年10月，安
邵高速全线通车，邵阳境内高
速公路总里程位居全省第四；
2017年6月， 湘西南首座民用
机场———邵阳武冈机场通航。
如今，邵阳已实现高速、高铁、
机场为主的现代化立体交通
网。今年7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邵阳市考
察时充分肯定了该市“二中心
一枢纽”建设，明确提出邵阳是
湖南的过渡带和接合部， 在更
广视野、 更高层次上重构了邵
阳在全省的战略定位， 这为邵
阳利用有利条件、抢抓机遇、加
快发展指明了方向。

“邵阳市正在全面推进保
税仓建设改革试点，将依托湘
商产业园，建成一批保税仓库
和出口监管仓库。” 邵阳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
密介绍， 在开放崛起方面，邵
阳正在研究制定“3+X”开放
崛起体系，将为加快邵阳对外
开放步伐、构建开放崛起体系
提供强大动力。

◆邓艳平遗失湖南商学院北津
学院学位证，编号 126514201
4007544;学历证,编号 126511
201405001500，声明作废。
◆湘南学院护理学专业毕业生
张艳阳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71
0545203534，声明作废。

◆冯明旺遗失湘 MV8596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证号：431129200311，
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岳星宇遗失报
到证，证号为 20171053610003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福顺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玮，电话 15802532688

遗失声明
湖南伊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7 年 9 月 20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320669280J，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大地通讯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有成，电话 15243992177

遗失声明
汝城县雨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质量
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代码 35166685-9,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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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注销公告
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 日在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
局进行公司注销清算组备案，
现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股
东会决定本公司不再注销，未
进入清算程序，继续营业。 特
登报声明 2016 年 4 月 9 日在
《三湘都市报》第 A06 版上刊
登的注销公告作废。 长沙市报
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汝福，电话：13308476358

近日，装满8000个电脑包的集装箱从
邵东县隆源集团出发后一路向南， 这批价

值50万的货物将在深圳通关后运往印度尼西亚。“针对印尼炎热、多雨的天气，我们
在电脑包底部增添了一个防雨袋，在电脑包背后还使用了排汗材料。”说起十多年深
扎东南亚市场的王牌产品，董事长刘纯鹰脸上满是自豪。这只是“邵商”走出去的一个
缩影。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邵阳市外贸进出口量增长至13.1亿美元，年均增
长30.2%，对外投资和劳务输出年均增长分别为40%和13.5%。

9月4日，老挝万象“邵东街”五金批发店，经营者张建福、张娜兄妹在清点货物。 记者 田超 摄

湘江长沙枢纽船闸通航5周年
累计通行船舶34万艘次

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记者
从长沙先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先导控股”）获悉，湖南金
融中心城市设计在“AAP—The�
American� Architecture� Prize”
美国建筑奖中摘得城市设计类奖
项，这也标志着我省唯一省级金融
中心的规划设计得到了国际建筑
规划界的认可。此次荣获美国建筑
奖正是由于对场地和项目的独特
思考以及精准的规划设计手法，奖
项介绍中指出该项目将成为长沙
城市功能升级的支撑性项目和湖
南湘江新区地标性建筑。

湖南金融中心位于长沙湘江
西岸，是国家级湖南湘江新区的起
步区———滨江新城的核心片区，
规划面积2.86平方公里， 总建筑
面积约680万平方米， 东临湘江，
西至银杉路，南起渔人码头，北达
北津城公园， 致力于打造为立足

中部、 辐射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
心。

2016年8月，省政府会议纪要
明确提出“将湖南湘江新区滨江金
融中心定位为我省唯一的省级金
融中心，并将其努力建设成为立足
湖南、辐射中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
心。”2017年长沙市政府工作报告
更明确提出：“将湖南金融中心建
设成为富有活力、特色鲜明、全国
一流的区域金融中心。”

目前，湖南金融中心已有多家
金融机构总部入驻。今年7月，湖南
首个基金小镇———湘江基金小镇
落子湖南金融中心，中电建（北京）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入
驻， 区域性金融中心初具规模。按
照规划， 湖南金融中心力争在3年
初具规模，5年形成形象，10年基本
建成。

■通讯员 张晶 记者 陈月红

湖南金融中心城市设计
荣获“美国建筑奖”

兴业优酷推出联名信用卡

■见习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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